
2014年11月29日 星期六A08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王黎刚 美编：许丽综合体育新闻

灰熊、猛龙
分居赛区第一？

经历了四年四进总决赛并两获总冠
军的甜蜜后，詹姆斯回到骑士。无论是直
接还是间接带来的后续效应，这个联盟夏
天的球员转会市场着实热闹，各支球队希
望借助转会完成补强。不说“乌鸡变凤
凰”，至少也得将战斗力提升一个等级。

但打完一个月的比赛之后，人们发现
占据西区和东区头名位置的，不是卫冕冠
军马刺队，也不是“三巨头”所在的骑士
队，而是略显草根的灰熊队和猛龙队。

自曾经的“坏小子”兰多夫加盟以
来，灰熊队一年一个台阶地往上升：先在
季后赛首轮完成黑八奇迹，后又创队史
纪录地打入分区决赛。兰多夫和小加索
尔组成的“黑白二熊”成为联盟最无解的
内线组合之一，控卫康利日渐成熟，拥有
托尼·阿伦这样的悍将，灰熊队的防守也
不是太大问题，场均失分只有92.4分。

与灰熊队相比，猛龙队本赛季的进
步更加惊艳。卡特和波什曾是这里的标

签，但如今这支猛龙队正在德罗赞、特伦
斯·罗斯、洛瑞几位青年才俊的带领下经
历着蜕变。他们在今夏引入了路易斯·威
廉姆斯，后者很快就用创生涯纪录的36
分外加击败骑士队的表现回报了信任。

想看超级球星，两支球队可能让你
失望了。但正是这样，他们才领略到了
篮球的真谛，那就是“篮球是一项五个人
的运动”。

骑士胜率
勉强达到50％？

说骑士队是今夏转会市场上的最大
赢家，恐怕没多少人提出疑问。他们不
仅迎回了詹姆斯，还用牺牲状元秀威金
斯的代价交易来全明星球员勒夫。加上
欧文，骑士队在组成“三巨头”后，自然将
目标定在争夺总冠军上。

但14场比赛过后，骑士队的胜率刚
好来到50％，用过山车来形容他们的表
现毫不为过：刚打出4连胜，以为他们打
出了人们的预期时，骑士队紧接着遭遇
四连败；当球迷开始心灰意冷时，骑士队

又用两连胜重回赢球轨道。
四连败期间，詹姆斯批评球队是一

支“脆弱”的球队。“詹皇”指的是面对对
手的强力反扑，骑士队似乎找不到什么
办法，对阵猛龙队时从领先18分到落后
19分正是一个真实写照。

同时拥有三位超级得分手，骑士队的
进攻不是太大问题，他们目前战绩平庸的
症结恰恰是防守。拿詹姆斯曾效力的热火
队作为对比，他与韦德、波什组成的“三巨
头”也有很强的攻击能力，但热火队能两连
冠，靠的正是高质量甚至是窒息式的防
守。骑士队两位首发内线勒夫和瓦莱乔在
身高上没有任何优势，防守体系的缺失，让
球员们难以整场都对对手施加压力。

目前骑士队的表现，并没有账面阵
容所显示的那样强大。想要拿到总冠
军，他们依然前路漫漫。

“杜少”伤完
“韦少”伤？

骑士队再遇冷，也没有雷鸣队球迷
的心冷。当然，与骑士队迟迟找不到状

态不同，雷鸣队
如今仅仅排在西
区倒数第三，是
因为受到伤病这个
不可抗力的影响。

可以想象球队两位当家球星
都因伤缺席是何种滋味吗？看看
本赛季的雷鸣队就清楚了。杜兰
特、韦斯特布鲁克、雷吉·杰克
逊、兰姆……雷鸣队的伤病名
单最多时达到7人。赛场边
雷鸣队的板凳席上，时常
出现身穿西服与身穿球
衣的球员数量差不多
的景象。

“杜少”和“韦少”
同时倒下，对雷鸣队的打击是毁灭性
的。曾几何时，拥有两人的雷鸣队堪称
整个NBA得分张力最强的球队。落后
10分乃至20分，对他们来说并不算什
么事儿。可现在，即使雷鸣队领先10
分，却对其他球队算不上什么事儿，因为
他们清楚，最关键的时刻雷鸣队没人能
够挺身而出。

对雷鸣队的好消息是，杜兰特和韦
斯特布鲁克有望很快复出。他们重归赛
场后的首要事情，就是带领球队把之前
挖下的坑给填上。“二少”回来后的雷鸣
队将会有怎样的改变，人们同样很关注。

那么问题来了：首个月的精彩过后，
接下来NBA还会出现什么让我们想不
到的事情？（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NBA开赛一个月
3个没想到

处 于 感 恩 节 假 期 中 的
NBA 当日没有安排比赛，从
北京时间 10 月 29 日开赛以
来，本赛季 NBA 结束了第一
个月的赛程。伤病、状态、磨
合，每支球队有着各自的酸甜
苦辣。正如此前的宣传语“奇
迹发生之地”说的那样，第一
个月就让很多球迷大跌眼镜。

三亚举行国际沙滩
健美先生比基尼小姐大赛

本报三亚11月28日电（记者符王润）2014
吉成健美之夜暨第4届三亚国际沙滩健美先生比
基尼小姐大赛11月27日-30日在三亚举办，共
有来自全国各省区及乌克兰、瑞典、美国、俄罗斯
等国家和地区的选手近300人参加。总决赛将于
30日举行。

比赛分职业组和业余组两个大项，23个小项
（组级别），各组级别按年龄和身高及体重来划分；
业余组各组级别取前六名发给证书、前三名发给
奖杯奖牌；职业组设三个组别，健美先生职业组取
前十名、比基尼小姐职业组取前六名、健体先生职
业组取前六名，职业组总奖金为25万元人民币。

没想到
！

没想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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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超第13轮中，利物浦主场迎战斯
托克城。已经四轮不胜的利物浦渴望胜
利，而球队可倚仗的救星仅剩兰伯特一
人。

上赛季的利物浦用如麻的进球创造
了连胜的奇迹，可是仅仅一个夏天过去，
现在的利物浦却变成一月有余都无法赢
球的“鱼腩部队”。即使抛开欧冠不论，
仅仅是在英超联赛中，利物浦已经遭遇
4场不胜的尴尬，且只拿到4个积分。本
场面对排名还高于自己一位的斯托克

城，利物浦并没有取胜的把握。或许现
在只能期待出色的主场历史战绩能够帮
助红军增长些许信心。

在斯图里奇和巴洛特利先后被伤病
击倒之后，利物浦主帅罗杰斯只能被迫
将球队锋线“万年替补”兰伯特推向首发
位置。出人意料的是，罗帅的这一被迫
调整却收获奇效。在首发出战的两场比
赛中（联赛对水晶宫、欧冠对卢多雷戈
茨），兰伯特均取得闪电进球，状态不
错。本场对阵斯托克城，虽然是连续作

战考验体能，但球队已然没有其他更好
选择，相信兰伯特已成红军唯一抉择。

历史上，两队一共碰面118次，利物
浦57胜32平29负占据一定优势。在
安菲尔德主场，利物浦44胜12平3负优
势更加明显。上赛季第21轮，也是双方
最近一次比赛中，两队上演进球大战，最
终凭借苏神的二球，杰拉德和斯图里奇
的进球，以及肖克罗斯的乌龙大礼，利物
浦客场5：3击败对手。

本报记者 王黎刚

利物浦队渴望求一胜
■英超前瞻

据新华社北京 11月 28日电 中
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北京与
佛山之战最后时刻的判罚成为近期
中国篮坛关注的焦点。中国篮协28
日做出对当值主裁判李平停赛15场
的处理意见。值得关注的是，这是由
上海男篮投资人姚明等五人组成的
CBA裁判管理委员会成立后首次行
使权力。

在本月23日的比赛中，当北京队
以120：118领先佛山队时，佛山队外
援克拉夫索夫在篮下接球时被莫里斯
拉拽进攻未果，不过裁判拒绝吹罚北京

队犯规，这引起佛山队主帅和管理层的
质疑，甚至一度与技术席人员发生肢体
接触。

中国篮协决定，针对俱乐部工作
人员的违纪行为，给予佛山龙狮篮球
俱乐部负责人刘宏疆通报批评、停赛5
场（比赛时不得在球队席就座），核减
佛山龙狮篮球俱乐部联赛经费5万元
的处罚；针对观众赛后投掷杂物的情
况，核减佛山龙狮篮球俱乐部联赛经
费5万元，取消佛山赛区竞赛承办单
位优秀赛区和优秀安保奖项评选资
格。

“裁委会”首次行使权力

“京佛之战”主裁停赛15场

美巡中国赛深圳站第2轮战罢

海南赵雄一晋级决赛轮
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记者王黎刚）美巡中

国赛收官战今天在深圳结束了第2轮的比赛。首
轮领先选手李昊桐在克服了与裁判的争执事件影
响，单轮打出-2杆，将总成绩提升至135杆（65-
70），-9杆，单独领跑全场。海南球手赵雄一两轮
分别打出74杆和71杆，-1杆的成绩暂时排在并
列第18名。

中国选手欧阳正打出平标准杆一轮，以总成
绩-4杆，落后5杆的成绩单独位列第二。胡牧同
样交出平标准杆成绩，与卢卡斯·李、金泽洙、郁淞
壹一同并列位于第三位。

当天的最好成绩由卢卡斯·李和许豪升交出，
为68杆（-4）。两轮比赛以后晋级线为+7杆，共有
65名选手晋级（含并列）。除了领先榜前三名的中
国选手外，苏东、刘晏玮、何绍才、赵雄一、樊志鹏、
窦泽成、马成姚等32名中国选手晋级。我省参赛
的另一名球手金大星在首轮比赛中因故退赛。

国际足联最新排名
国足列第99名

新华社苏黎世11月27日电 国际足联27
日公布了最新一期的国家队排名。中国男足下降
11位排名第99，在亚洲排名第9。

在本期积分时段中，国足分别对阵洪都拉斯和
新西兰，无奈两场比赛均以平局收场。在经过加权
平均计算以及扣除历史同期积分后，中国队积分反
而少了33分，排名由上期的88位下滑至第99位。

亚洲方面，日本队排名第53位，继续高居亚
洲榜首，伊朗、韩国、乌兹别克斯坦、阿联酋、约旦、
阿曼、卡塔尔分列亚洲第2至第8。

兰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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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记者卫小
林）由好莱坞动作巨星布鲁斯·威利斯领
衔主演的火爆动作电影《火线反攻》今天
开始在海南各大院线上映，海南中视院
线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也是今年上映的
最后一部好莱坞动作大片。

据介绍，《火线反攻》集动作、枪战、
黑帮、爱情于一身，既有肉博激烈的动作
戏份，也有以硬碰硬的枪战场面，更有黑
帮争抢地盘的火拼情节，还有女警爱上
保护证人为其舍身的浪漫爱情，全片故
事精彩，情节感人，动作激烈，观赏性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好莱坞老牌动
作巨星布鲁斯·威利斯在《火线反攻》中
的表演特别值得期待。他在片中饰演了
一名硬汉大叔，和他以往在《第五元素》、
《低俗小说》、《虎胆龙威》、《敢死队》等系

列电影中的表演大有区别，既有硬汉感
觉，又有柔情侧面，人物非常感人。而在
《变形金刚》里饰演男主角的乔什·杜哈
明，他在本片中挑大梁，饰演了一位消防
侠去独战黑帮，看点更是多多。

记者了解到，《火线反攻》讲述的故
事是，消防员杰里米·科曼在某晚执行完
任务后进入便利店购物，却遭遇率领手
下抢夺地盘的黑帮头子戴维·黑根来劫
杀店长及其家人，杰里米侥幸逃脱。之
后他作为证人指认凶手，但对戴维为人
极其了解的警官迈克·塞拉却劝说杰里
米接受证人保护并隐姓埋名，以防他遭
到戴维报复。果然，杰里米的行踪很快
被戴维一伙发现，他与女友塔莉亚也遭
到伏击，困兽犹斗的杰里米不得不展开
拼死反抗……

金润吉上《中国梦想秀》
本报讯 11月29日晚，浙江卫视第八季《中国

梦想秀》将播出第8期节目，迎来全新梦想助力嘉
宾，如第二季《中国好声音》哈林组冠军金润吉，就
为了好兄弟的音乐梦想给力撑腰。阔别《中国好声
音》舞台一年，金润吉也准备好接受观众更加挑剔
的评判，这一次，他会给我们带来怎样惊艳的演唱？

在好声音舞台上，金润吉曾在开嗓5秒钟之
内便获得那英、汪峰两位导师转身，创下了两季

“好声音”导师转身速度之最。来到《中国梦想秀》
舞台上，金润吉再一次演唱了那首让他一鸣惊人
的歌曲，开口的瞬间，便再一次用他独特沙哑声线
征服了全场，使人仿佛穿越回了“好声音”的现
场。一曲结束，助力嘉宾黄国伦显得非常激动：

“我刚刚听你唱歌一直都好想转椅子，只可惜我们
这里的椅子转不了！你真的太棒了！” （欣欣）

尤小刚打造新型军旅剧
本报讯 11月27日，东方卫视2015年定制大

剧《神鹰反恐特战队》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对媒体开
放探班。总导演和监制尤小刚携主演朱雨辰、王力
可、王斑等亮相，称其正在打造一部新型军旅剧。

据介绍，《神鹰反恐特战队》里装甲突击车、越
野追击车、可以发射火箭弹的指挥作战车、特战专
用轻型旋翼飞机等精良装备悉数登场，逼真的场
景、大手笔的制作，让探班记者们看得目瞪口呆。

今年初，东方卫视提出将2014-2015年度定
为东方卫视“定制剧品牌锻造年”，整合全国优质影
视公司资源，结合东方卫视频道特质，制播联动，推
动多部定制独播大剧的创作、拍摄、生产。消息一
出，很快收到200多部影视公司报送作品。入围的
12部作品经过论证PK，最终，《神鹰反恐特战队》成
为东方卫视有史以来第一部定制剧。 （欣欣）

徐静蕾新片定档情人节
本报讯 徐静蕾执导的最新爱情大片《有一

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简称“有一个地方”）近日
曝光两款时光版先导海报和30秒预告片，宣布该
片将于2015年情人节上映。

“有一个地方”由王朔编剧，吴亦凡、王丽坤、
徐静蕾、张超、热依扎领衔主演。此次发布的时光
版海报里，片中两对爱情主人公在布拉格城下浓
情相拥。而30秒预告片更是以大气的航拍展示
了布拉格的城市美景，加上标志性地标的亮相，让
影迷对发生在这浪漫城市的爱情故事更加向往。

据悉，徐静蕾也是因为听到布拉格有“欧洲最
美城市”称号才选择在这里拍摄。在国外拍摄向
来是对制作团队很大的考验，剧组从演员的饮食
起居到每日拍摄进度各方面做了精确到每天的准
备。拍摄进行顺利，演员每周有休息时间，还能在
剧组安排下参观布拉格。 （欣欣）

本报三亚11月28日电 （记者符
王润）11 月 27日晚，三亚启动“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百场电影下
乡”活动。该活动是三亚市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中的一
部分，将在约一个月时间内在三亚全

市120个村（居委会）放映爱国主义经
典电影。

据介绍，此次在三亚市范围内开展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活动
从11月25日开始，将持续一个半月时
间，主要包括“百位共产党人百篇小传”

朗诵活动、“青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活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百场电影下乡”活动、系列教育宣
讲活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和评选活
动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
宣传活动六大主题活动。

本报讯 11月 28日，由华谊兄弟
公司出品，管虎执导，冯小刚、吴亦凡、李
易峰等人联袂主演的电影《老炮儿》在北
京举行开机仪式，标志冯小刚近段时间
都不可能执导电影，而是“转型”主演电
影。

据介绍，冯小刚将在《老炮儿》中饰
演“老炮儿”一角。那么什么是“老炮
儿”？“老炮儿”在北京话中专指提笼遛
鸟、无所事事的老混混儿。而演员李易

峰则出演冯小刚饰演的“老炮儿”的儿子
“小老炮儿”，而吴亦凡则在片中饰演了
新一代的“老炮儿”。

据悉，《老炮儿》讲述的故事是，一个
清闲日子过得好好的北京“老炮儿”卷入
了自己儿子引出的纠纷，为了摆平儿子
与“二环十三郎”的纠缠，“老炮儿”重新
出山，但他这才发现，这个时代已经有了
一群新的“小老炮儿”，而自己在江湖上
也已经说话不算数了。

此次冯小刚饰演“老炮儿”的最大看
点，应该是“小钢炮”的本色演出，而这也
是冯小刚继《我是你爸爸》之后第二次主
演电影。片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演员则
是吴亦凡，他刚刚在徐静蕾导演的新片
《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里饰演了男
一号，此次与冯小刚演对手戏，可谓近期
国内上位最迅速的影视新星了。

对于冯小刚此次独挑大梁主演《老
炮儿》，社会各界也非常期待。但冯小刚

自己的导演工作却被迫“搁浅”，目前，冯
小刚除了筹备自己执导的战争大片《抗
美援朝》外，他只监制完成了老朋友叶京
执导的青春爱情片《记得少年那首歌》，
这将使喜欢冯氏喜剧的影迷们将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没有冯小刚影片可看。

据悉，《老炮儿》将于2016年春节档
左右与全国观众见面，虽然距今仍有一
年多的时间，但影迷对其已经有了极大
的关注。 （钟新）

■ 本报记者 许春媚

11月24日，章子怡、佟大为与导演
吴宇森到广州宣传新片《太平轮》。章
子怡在接受访谈时表示，演员这份职业
是最能够把自己的强项彻底发挥出来
的职业，她会继续踏踏实实做好演员。

章子怡透露，为了拍好“沉船”戏
份，她在戏里戏外饱受“摧残”，但她却
享受在片场的每一天，“我在飞机上读
到剧本，第一次为人物落泪。即便诠释
角色的过程很难，但是我的情绪一直很
饱满，想尽量将这个角色完成得更有生
命力。”章子怡说。

在《一代宗师》中出演宫二，让章子
怡拿了多个影后大奖，《太平轮》中的于
真一角，会否也让章子怡有所期待？“我

不会去想这些，我拿到一个好剧本时，
我会把关注全部放到眼前这个角色上，
不会去想别的会怎样。”章子怡说，“我
甚至愿意为好角色付出时间和艰辛，它
不会让我后悔。只要剧本打动我了，其
他的（钱）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在被问及有没有打算重返好莱坞
时，章子怡表示，好莱坞给华人演员提
供的机会有限，自己当年运气好，才碰
到《艺伎回忆录》这个团队，“像巩俐、杨
紫琼，我们是真正的角色。”但更多好莱
坞角色只是跑龙套的花瓶，“我们有能
力去塑造角色，为什么要去跑龙套呢？
我不会拒绝去好莱坞，但没有好剧本也
不会委屈。”章子怡透露，目前好莱坞方
面递交过来的剧本中有一个心动的角
色，但还没确定，“美国不一定有那么多

的好角色，现在中国电影市场那么热，
很多国家都希望跟中国合作，包括进口
他们国家的影片到中国来分享票房。
中国电影市场机会很多，关键是演员要
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

现身吴宇森新片《太平轮》广州发布会

章子怡：愿为好角色付出

三亚百场电影下乡启动

今年最后一部好莱坞动作片开画

《火线反攻》海南上映

冯小刚主演新片《老炮儿》开机
将与吴亦凡李易峰等人“飙戏”

章子怡（右）在《太平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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